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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

宁省分公司与盘锦吉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

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及档案移交清单，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所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抵押合同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

权利，依法转让给盘锦吉丰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

分公司与盘锦吉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特联合

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

主体或清算主体。明细如下（利息截止日期：

2019年9月16日、币种：人民币、单位：万元）：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与盘锦吉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

催收联合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与盘锦吉丰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与盘锦吉丰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及档案移交清单，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
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押合同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
利，依法转让给盘锦吉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与盘锦吉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特联合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
算主体。明细如下（利息截止日期：2019年9月16日、币种：人民币、单
位：万元）：

盘锦吉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

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

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

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盘

锦吉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盘锦吉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0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债务人名称

大洼县清水粮库

大洼县东风粮库

大洼县二界沟粮库

大洼县高家粮库

大洼县辽滨粮库

大洼县平安粮库

大洼县前进粮库

大洼县荣兴粮库

大洼县田庄台粮库

大洼县新建粮库

大洼县新兴粮库

大洼县赵圈河粮库

本金余额

3,701.80

2,697.60

610.50

451.20

419.30

352.90

2,370.20

510.60

5,528.40

3,295.80

660.00

960.00

21,558.30

利息余额

5,507.42

4,567.10

1,072.03

776.02

911.00

688.77

2,918.30

706.30

6,282.10

4,114.00

865.62

1,280.41

29,689.06

本息合计

9,209.22

7,264.70

1,682.53

1,227.22

1,330.30

1,041.67

5,288.50

1,216.90

11,810.50

7,409.80

1,525.62

2,240.41

51,247.36

保证人

-

-

辽宁红运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

-

大洼县粮食集团总公司

辽宁红运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

-

-

-

辽宁红运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盘锦裕农农资连锁有
限责任公司

盘锦吉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
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盘锦吉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盘锦吉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0日

序号
1

2

3

合计

债务人名称
大洼县唐家粮库
大洼县王家粮库
大洼县西安粮库

本金余额
1128.90

1015.10

2135.70

4279.70

利息余额
2096.88

2070.87

2917.56

7085.31

本息合计
3225.78

3085.97

5053.26

11365.01

保证人
沈阳圣华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对大连新龙纺织有限公司
等27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一、债权资产情况
资产名称：大连新龙纺织有限公司等27户债权资产（大连新龙纺

织有限公司、普兰店市宝龙水产有限公司、大连普兰店市元本农业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大连云龙近海养殖有限公司、大连丰泰植物园工程
有限公司、大连巍臻纺织品有限公司、普兰店市福利印刷厂、普兰店市
景源大酒店、普兰店市元台印染厂、大连孛兰化工厂、普兰店市李店纸
制品厂、大连普乐氟材料化工厂、普兰店市沙包福利纸箱厂、瓦房店市
宏金林孵化有限公司、大连长兴岛精诚铸造有限公司、瓦房店市富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国营瓦房店市东风农场、瓦房店特种油品厂、瓦
房店华金钢球制造有限公司、大连金河新型建材厂、大连俊湖铸造有
限公司、瓦房店老虎水泥有限公司、瓦房店市西杨供销社、大连新东方
玻璃纤维制品有限公司、庄河市第三水泥厂、庄河市冰峪工艺品厂、大
连泽成服装有限公司）

所在地：大连市下辖的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
资产总额：截至 2019年 9月 20日，债权本金为 82562185.00元，利

息 245424048.80 元（含孳生息），代垫费用 92100.00 元，债权合计
328078333.80元。（实际以借款借据或借款合同的约定或相关法律文书
确定的方式计算为准）

担保及诉讼情况：本次拟处置的27户债权资产中，担保方式为抵
押的债权有 23 户，债权本金为 7819.52 万元，占全部债权本金的
94.71%；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的1户，债权本金128.4万元，占全部本
金的1.56%；信用贷款方式的3户，债权本金308.3万元，占全部本金的
3.73%。拟处置资产27户，其中：已诉讼14户，未诉讼13户。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http://www.

gwamcc.com）或与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二、处置方式
打包处置，债权不限于拍卖、挂牌、协议转让等方式对外公开转让。
三、交易对象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四、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半年内有效。
五、交易条件
一次性付款或其他双方协商的付款方式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书面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的书面征询或异议以及其
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书面举报。

以上债权资产信息仅供参考，实际应以借款借据或借款合同的约
定或相关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算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0411-83698292 传真：0411-83679009
通信地址：大连市西岗区花园广场1号 邮政编码：116011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 联系人：岳女士
联系电话：0411-83670660

2022 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 40
强赛 A组第三轮比赛开赛在即，10月
10 日中国队将在主场迎战关岛队。

“最重要是拿到3分，不管与什么样的
对手比赛，进很多球没那么简单，即便
是面对实力相对不是很强的对手。”在
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国足主教练里
皮做出上述表示。

事实上，取胜的同时多拿净胜球，
确实是中国队的目标，但里皮显然不
想给球员施加太多压力。武磊10月8
日才与国家队会合，谈到武磊能否进

入球队首发阵容，里皮说：“武磊的身
体状况没问题，他与球队合练的效果
很好，踢首发没什么问题。”在国家队
目前的阵容中，武磊、艾克森、杨旭搭
档的锋线是国足目前最强的进攻组
合，3人间的配合逐渐默契。

国足与关岛队一战，球迷们希望
能有一场更大比分的胜利，毕竟在历
史上，国足曾经以 19∶0 战胜过对手，
那是之前中国队与关岛队仅有的一次
交锋。2000年 1月 26日，2000年亚洲
杯预选赛以赛会的形式在越南举行，

小组赛首轮中国队以8∶0战胜菲律宾
队，第二轮面对关岛队，中国队开场第
二分钟就由郝海东射门得分，随后便
是狂风骤雨般的进攻狂潮。上半场国
足就取得 6 球领先，整场比赛中国队
共有 9人进球，曲圣卿打进 5球，郝海
东进4球，宿茂臻进3球，姚夏进2球，
李玮锋、马明宇、祁宏、李铁、申思各有
1 球入账。在随后进行的亚洲杯上，
中国队获得季军。一年后的 2001 年
10月，中国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成功
突围，杀入世界杯决赛圈。

两队19年后再交锋，关岛队的实
力依旧不是很强，面对中国队要进10
个球的说法，里皮的回答是：“我们进
行比赛的主要目的是拿到 3 分，赢得
比赛，如果我们认为对手容易对付，比
赛就会出现更多难题，如果有正确的
态度，比赛就会按照预想进行。”

先别想净胜球的问题

国足第一目标是拿到3分
本报记者 黄 岩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北京
时间 10 月 9 日，2020 年东京奥运
会女篮预选赛亚太区分组和比赛
地正式揭晓。中国女篮被分在 A
组，比赛将于11月14日至17日在
新西兰举行。

从今年开始，国际篮联对女篮
奥运会预选赛赛制进行了全新改革，
中国女篮争夺东京奥运会的门票也
就分成了3个阶段。在9月的女篮亚

洲杯获得亚军之后，中国女篮在第二
阶段的预选赛中如愿避开了澳大利
亚队和日本队两大强敌，与韩国队、
新西兰队和菲律宾队分在同一小组，
在不久前结束的女篮亚洲杯上，这3
支球队都曾败给中国女篮。

根据规则，中国女篮只要获得
小组前两名，基本可以晋级将于明
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预选赛第三
阶段比赛。

中国女篮11月参加奥运会预选赛

这个周末，注定将被跑步爱好
者关注。世界排名第一的马拉松
男子选手基普乔格将在维也纳再
次发起两小时内跑完马拉松的挑
战，他能如愿以偿吗？

据了解，本次挑战最早在10月
12日举行，也可能在 10月 12日至
14日之间的某一天，总之视天气条
件灵活决定，挑战开始的具体时间
将在开跑前一天公布，这一切都是
为了找到最为合适的挑战条件。

2017 年前基普乔格曾在意大
利蒙扎F1赛道发起“破2”挑战，距
离目标只差了25秒。虽然挑战未
能成功，但此后基普乔格的状态越
来越好，并于次年打破了马拉松世
界纪录。今年伦敦马拉松结束后
不久，基普乔格正式宣布自己的挑
战计划。本次挑战的地点选择在
维也纳一个公园里，赛道是封闭
的，单圈距离达到 9.6 公里，跑 4.4
圈就是一个全程马拉松。相比于
两年前，“破 2”挑战大幅增加了直
道的距离。新赛道无疑更有利于
跑出好成绩，而较少的圈次也会减
少心理上的疲劳感。

同时，挑战环境也发生变化，
2017 年的挑战环境相对封闭，观
众无法参与其中，这次观众可以现
场见证这一盛事。基普乔格也谈
到了观众的重要性，他认为自己可
以从观众的加油声中汲取力量。

除了完美的赛道和环境，挑战
团队还为基普乔格配备了豪华配
速员，总计 41 人。9 月初，配速员
团队已经测试过赛道，对于这次挑
战的前景，大家都充满了期待：路
线十分平坦，温度非常适宜，可以
说万事俱备。

说起来，基普乔格“破 2”好像
就剩下一层窗户纸，实际上难度极
大。马拉松世界纪录为2小时1分
39 秒，“破 2”要比纪录快 1 分 39
秒。和原来相比，要提升的幅度为
1.4%，这是什么概念呢？如果用百
米纪录为例，目前世界纪录是博尔
特创造的 9 秒 58，增幅 1.4%，就是
9 秒 45 左右。马拉松全程 42.195
公里，如果两小时跑完，那么配速
要达到2分50秒/公里。以2分50
秒的配速坚持42公里不减速，确实
是对极限的挑战。

基普乔格将第二次向极限挑战
马拉松“破2”到底有多难
本报记者 黄 岩

在 10月 8日辽宁男篮以 82∶63战
胜四川队的比赛中，贺天举尽管没有
首发出场，但他在19分36秒的出场时
间里，两分球 5 投 1 中，三分球 3 投 3
中，罚篮 2罚 2中，砍下全队第二多的
13分，另有 3个篮板，1次助攻。在辽
篮的国内球员中，贺天举无疑是发挥
最抢眼的一个。

由于四川队双外援全部缺阵，本场
比赛辽篮在防守端的锻炼价值十分有
限，但对方国内球员防守态度认真，几
乎是拿出了CBA常规赛的防守强度，
这对于辽篮进攻战术演练是一个很好
的机会。辽篮此役并未过多地让史蒂
芬森和巴斯单打，双外援加一起只占用
了19次出手机会，更多的时候，他们把
球分给跑出空位的队友。在此情况下，
国内球员获得很多出手机会，而贺天举
就是表现最出色的一个。

事实上，贺天举只是延续了近来
热身赛的良好状态。贺天举伤愈复出

之后，辽篮教练组更倾向于把他改造
为空间型四号位，在一系列热身赛中，

贺天举基本都是以辽篮首发四号位的
身份出场。可以看出，贺天举今年夏

天的刻苦训练收到了不错的效果，无
论是篮下对抗还是保护后场篮板，他
都比以往有了不小的进步。在进攻
端，贺天举也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
务，恢复了昔日“神射手”的风采，在三
分线外的命中率相当可观，10 月 8 日
的比赛他的三分球命中率达到100%，
这让球迷感到十分惊喜。

当然，热身赛的对抗强度毕竟有
限，无法与CBA常规赛相提并论。贺
天举到底恢复几成功力，现在下结论为
时尚早，还需要通过CBA常规赛来检
验。而且随着位置的改变，贺天举会在
篮下获得更多的进攻机会，但从一系列
热身赛来看，贺天举靠近篮筐时，进攻
成效反而有所下降，这是需要注意的一
点。虽然有着2.06米的身高，但贺天举
毕竟不是纯正的内线球员，如果能快速
提升篮下“吃饼”的能力，贺天举在进攻
端的手段就会更加丰富。

本报记者 李 翔 9日电自鞍山

热身赛表现不俗

贺天举需把状态带入新赛季

10 月 8 日与四川队的比赛，是辽
宁男篮新赛季前在省内进行的最后一
场热身赛。在 11 月 1 日 CBA 揭幕战
打响之前，辽篮还将于 10 月 17 日至
19日在青岛进行3场季前赛。目前来
看，辽篮新赛季的12人大名单已经呼
之欲出。

10月在省内进行的两场热身赛，
郭艾伦和韩德君虽然都跟随球队来到
现场，但并没有进入大名单。他们俩
一个是脚踝出现肿胀，一个是手掌骨
裂的伤势还未彻底康复，不过这不会
影响他们在新赛季的主力位置。作为

辽篮国内球员中最重要的两个攻击
点，郭艾伦和韩德君在辽篮的地位不
可动摇。赵继伟、高诗岩、刘志轩、丛
明晨、贺天举、李晓旭是辽篮近几个赛
季重要的轮换球员，再加上史蒂芬森
和巴斯，这10名球员将构成辽篮新赛
季的主力阵容。

刚刚从二队提拔上来的王化东、
刘雁宇以及在一系列热身赛中有着
不错表现的郭旭，将竞争 12 人大名
单的最后两席。其中，王化东可以说
是辽篮在热身赛的最大发现。虽然
身材不高，但王化东下盘比较稳，防

守顶人很到位。作为一名年轻内线，
王化东表现出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成
熟，与辽篮攻防体系的契合程度非常
高。在近期热身赛中，王化东的出场
顺位也一直在刘雁宇之前，新赛季有
望成为轮换阵容的一员，弥补钟诚离
开的空缺。

上赛季有着不俗表现的新人鄢手
骐以及辽青阵中被寄予厚望的吴昌
泽，都在今年夏天受到伤病侵袭，远离
了辽篮新赛季一线队的阵容。12 人
大名单的最后一席，将在郭旭和刘雁
宇之间产生。目前来看，他们谁能跻

身大名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贺天举
的场上位置。

如果辽篮下定决心一直让贺天举
打四号位，作为二三号位摇摆人的郭
旭就有很大的机会在大名单占据一席
之地；如果贺天举回到自己熟悉的三
号位，或者在联赛开局阶段韩德君不
能如期回归，刘雁宇就将担负起内线
替补的重任。不管怎么说，在CBA常
规赛期间，辽篮应该多给年轻人一些
机会，有新鲜血液的注入球队才能一
直保持活力。

本报记者 李 翔 9日电自鞍山

辽篮新赛季12人大名单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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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天举（右二）在热身赛中状态神勇。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10月 9日，在 2019 年上海大师赛男子单打第二轮比赛中，德国选手
兹维列夫以2∶0战胜法国选手杰瑞米·查迪，晋级下一轮。这是德国选手
兹维列夫在比赛中回球。 新华社供片

上海大师赛：兹维列夫晋级


